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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事通訊
新任海事處處長履新
黃偉綸於2月27日出任海事處處長，接替在政府服務27年後退休的廖漢
波。
就黃偉綸的任命，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表示，黃偉綸是資深的政務
官，具備出色的領導和管理才能。他相信黃偉綸定能帶領海事處面對未來不同
的挑戰。

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訪港
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関水康司在三

備，並與本地航運業代表會面。此外，

事博物館、香港科學園和立法會綜合大

月初訪問香港，以了解香港海事的最新

他亦參觀了香港天文台、啟德郵輪碼

樓。

發展。

頭、職業訓練局海事訓練學院、香港海

関水康司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
良教授會面，討論本港的海事、港口及
航運業的事項，又與環境局副局長陸恭
蕙討論防止船舶空氣污染所採取的措
施。
在3月3日，関水康司到訪海事處，
並與海事處處長黃偉綸探討落實國際海
事公約進展的建議。會議後，他參觀船
隻航行監察中心及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並由海事處人員向他簡介兩個中心的日
常運作。
関水康司此行參觀了本港港口設

海事處處長黃偉綸(右)與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関水康司探討落實國際海事公約進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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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訪港

海事處助理處長鍾少文(中)向関水康司講解海上救援協調中心在南中國海內
的搜救工作。

関水康司(左三)在黃偉綸陪同下，參觀本港港口設施。

有效實施港口設施保安措施
美國海岸警衞隊代表在2月11日至

港口設施保安員證明書」的做法。

13日到訪香港，就實施國際船舶和港

會議中，雙方就實施保安規則，以

他們指保安規則在香港有效地實

口設施保安規則(保安規則)分享經驗和

確保港口設施及船舶安全交流意見。美

施，而政府部門亦與有關的港口設施建

範例。

國海岸警衞隊代表認為本港人員對保安

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他們與海事處處長和香港港口設施

規則有豐富認識，並特別讚揚香港對符

保安工作小組成員會面，並到香港國際

合港口設施保安員資歷人士發出「認可

美國海岸警衞隊代表參觀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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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碼頭和啟德郵輪碼頭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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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船級社協會建更緊密聯繫
國際船級社協會主席Roberto

國際船級社協會致力於確保船隻安

之九十的貨船，其設計、建造及營運安

Cazzulo率領代表團，於2月10日到訪海

全和海洋清潔，並透過技術支援、檢

全狀況均受國際船級社協會轄下12個

事處。

測、研究及發展，為海上安全及其規管

成員船級社制定的規範所規管。

會議上，海事處和國際船級社協會

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現時全球超過百分

的代表就多項議題交換意見。海事處介
紹了以促進卓越海事服務為使命的香港
船舶註冊處及其工作，國際船級社協會
代表則簡述了他們監察船隻質素與轄下
會員表現的措施。
就環境及可持續發展方面，雙方討
論了管制船隻排放的最新發展，以及對
船隻排放污染物更嚴謹的國際標準。
海事處和國際船級社協會代表同意
雙方應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並在國際海
事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事項上尋求合作
機會。

海事處副處長童漢明(右)頒贈紀念品予國際船級社協會主席Roberto Cazzulo。

職業博覽吸引年輕人加入航運業
海事處和香港航運發展局於2月

工作範疇，包括船舶管理、船舶融資、

13日至16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船務經紀、海運保險、海事法律和海事

舉行的「教育及職業博覽2014」

仲裁等。

分別設立攤位，推廣香港的航運
業，鼓勵更多年輕人入行。

香港航運發展局攤位亦展出了香港
理工大學、職業訓練局海事訓練學院和

在海事處攤位內，海事處職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的各類

在場向參觀者介紹他們的工作，分

航運相關課程，一億元的「海運及空運

享工作經驗，並即場解答有關職系

人才培訓基金」的資料，以及多項訓練

的入職條件及前景的查詢。此外，

獎勵計劃，包括香港航運及物流獎學金

參觀者又觀看簡介海事主任和驗船

計劃、香港海事法律獎學金計劃、航海

主任工作的短片，並透過全功能船

訓練獎勵計劃、船舶維修訓練獎勵計劃

舶模擬器，體驗在海港中掌舵駕船

等。同場並播放有關年輕人投身航海業

的情況。

的電視節目，及有曾在遠洋船上實習的

香港航運發展局攤位介紹了各

學生與參觀者分享其經驗。

海事處人員在場解答參觀者的查詢。

類航運服務專業的入職條件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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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博覽吸引年輕人加入航運業

參觀者體驗在海港內掌舵駕船的情況。

政府推出「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
政府在4月1日宣布推出一億元的

其他新措施包括推出「本地船舶業

業界及院校三方合作，共同訂定。香港

「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基金) 支

訓練獎勵計劃」，以吸引新血加入本地

航運發展局屬下的人力培訓三方專責小

持航運和航空業界的人才培訓和發展。

船舶業界為船長或輪機操作員。基金亦

組將監察及檢討與航運界相關措施的運

基金會於2014－15至2018－19五個

會支持新的推廣策略和活動，提高公眾

作。當局會不時檢視「海運及空運人才

年度內運作，持續和優化現行的五項

對航運及航空業及其就業機會的認識。

培訓基金」的使用情況，並會按實際運

培訓和獎學金計劃，並且推行一系列新

此外，基金的部分款項將用於繼續

作情況和回應，對執行細節作出調整。

推行並且優化現行的計劃，包括由4月

有關基金的詳情及相關的申請表

新措施包括成立「專業培訓課程及

1日起，將現行「航海訓練獎勵計劃」

格，可於運輸及房屋局網頁下載：

考試費用發還計劃」，以提升合資格的

航海實習生的每月津貼由5,000元增加

www.thb.gov.hk。

現職航運業和航空業從業員的專業水

至6,000元。

措施。

平。他們在完成經核准的課程或通過相

同時，現時政府及香港航運發展局

關專業考試後，可申請發還80%的費

亦有提供其他與航運業相關的培訓和獎

用。每人可就多於一項報讀的課程/考

學金計劃，當中包括「香港航運及物流

試作出申請，上限為每人18,000元。

獎學金計劃」及「香港海事法律獎學金

該計劃現正接受申請。

計劃」。鑑於航運是非常國際化的行

另外，一個實習聯網亦會於今年暑

業，基金會為該兩項課程中選出的香港

期推出，主要為年輕一代提供實習機

學生提供到海外知名大學修讀與海事相

會，有助他們及早了解航運業及航空業

關課程的學習機會。

的運作和就業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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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處舉辦研討會推廣海上航行安全
踏入霧季，海事處在1月23日舉行

的天氣情況和相關海事處布告。

「2014年海上航行安全研討會」，提

另外，為避免因過於疲勞而導致意

醒船長和船隻負責人在香港水域航行

外，所有本地船隻船東及操作人員，必

時，尤其是在海面能見度欠佳時，必須

須確保船隻人員當值表的安排能夠讓船

加強瞭望工作，以安全速度行駛，嚴格

員，特別是負責執行駕駛職務的船長，

遵守避碰規則。

有足夠休息，以免工作過勞。

有超過150位航運界代表、本地船

因應近年香港不斷發展基建項目，

隻船長及操作員出席研討會。處方宣傳

船長與船員在駛經海事工程施工區附近

安全信息，特別提醒船長和船員在出航

時應該加倍謹慎，留意海事處發出的海

前，須採取足夠的安全及預防措施，制

事處布告中有關海事工程各階段的情

定應變安排；船隻必須備有足夠救生設

況。

備；船長和船員須確保船隻、引擎及設

有關在能見度欠佳情況下的航行

備均保持在適宜航行的狀態。此外，他

安全，處方已發出相關的海事處布告

們須知悉港口交通管理單位和提供緊急

2014年第2號，並已上載海事處網頁

服務單位的聯絡電話，並時刻留意最新

(www.mardep.gov.hk)。

海事主任提醒船長和船隻負責人有責任維護海
上安全，並須嚴格遵守海事條例。

航運界代表、本地船隻船長及操作員出席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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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事展
中國海事展在2月18日和19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舉行，超過200家參展商及2,000名業界出席。
展覽為航運業界提供一個資訊交流的平台。場內
除提供市場資訊，亦舉辦行業研討會議和座談會，讓
航運從業員參與討論。

海事處和香港航運發展局在中國海事展設展板推廣資訊。

實時跨境渡輪資訊
海事處推出全新的跨境渡輪服務網
站，為市民提供往來香港與澳門以及
香港與中國內地的實時客輪資訊。

6

便利計劃行程
碼頭、泊位和班次現況(例如：延遲或
取消)。

訊，以便計劃行程。
市民可瀏覽海事處網頁(http://

海事處及營運公司會透過網頁，提

crossboundaryferryservices.mardep.

網站列載了未來數小時內抵港和離

醒乘客碼頭最新安排和注意事項等，

gov.hk/tc/)，亦可透過香港政府

港渡輪的詳細資料，包括開航/抵達

特別在天氣不穩定如颱風襲港的情況

一站通(http://www.gov.hk/tc/

時間、目的地/出發地、營運公司、

下，市民可預早了解最新的客輪資

residents/)，了解有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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